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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银装素裹，江南粉妆玉砌。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临近，冰雪激情
在华夏大地奔腾开来。

全国大众冰雪季、中国冰雪大篷
车、上海白玉兰国际冰雪节、首届湾区
冰雪文化节……冰雪运动走进商圈、走
进校园、走进社区，飞入寻常百姓家。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中国“上冰上
雪”人群长期主要集中在北方少数省
区市，所谓“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
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
召下，伴随冬季体育产业的发展与科
技的进步，冰场雪场数量激增，银白
色的速度与激情，纵横大江南北。

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全国参与
冰雪运动人数达3.46亿人，冰雪运动
参与率24.56%，提前实现了“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冰雪的热度，仍在持续上升……

冰雪运动 开枝散叶
“热”遍五湖四海

辽宁沈阳，严冬冱寒。
赛场上，一群身着运动装的青年

踏着白雪奋力追逐一枚橄榄球。发
球、传球、达阵……一气呵成。不时
有队员被扑倒在地，脸上、身上的白
雪，口中呵出的白气，眉毛上凝结的
白霜，汇成冬天的底色，气氛火热得
可以融冰化雪。

这是沈阳城市学院的学生们正
在进行雪地橄榄球赛。冬奥会日益
临近让冰雪运动成为一种时尚。原
本就有橄榄球运动传统的学生们“脑
洞大开”，在雪地上赛起橄榄球。

“冬奥会点燃了大家对冰雪运动
的激情，严寒既是考验，更是
难忘的体验。”沈阳城市学院

橄榄球俱乐部教练马友山说。
一路向南1800多公里，“英雄之

城”武汉在这个冬季迎来了难忘的冰
雪之夜——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主会场落户武汉体育中心，灯光璀
璨，乐声如潮。这是全国大众冰雪季
启动仪式首次来到中部地区。

“滑向2022”全国青少年冰球系
列赛是大众冰雪季人气最旺的比赛
之一。前来参赛的彭俊达年仅10岁，
练习冰球却已4年有余，是武汉冰龙
冰球俱乐部U10组的前锋。“有一天，
我绕着冰场看了一圈，感觉打冰球太
帅了，就下定决心要学。”彭俊达说，
从学校到冰场单程要45分钟，每周三
次训练他一次不落。

在广州，“冰雪特色校+冬季奥林
匹克教育示范校+高水平冰雪运动
队”的立体发展格局初现；在云南，室
内冰场、雪场加快建设，“滑真冰”“滑
真雪”成为热门打卡项目……随着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
要（2018—2022年）》深入推进，一条
条雪道，一片片冰场，如晶莹剔透的
银白枝叶在华夏大地舒展开来。截
至2021年，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
场、803个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
317%和41%。

“在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战略的背景下，冰雪运动在
传统地区更加火热，在新兴地区活力
不断，冰雪运动也助力区域发展。”国
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二级巡视员何红
宇说。

冰雪产业“冰天雪地”
变成“金山银山”

家住黑龙江省雪乡的樊兆义曾

是林场工人，在他的记忆中，因为雪
大，运送木头十分困难。雪乡又名双
峰林场，每年积雪日可达180天。随
着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双峰林场凭借
独具特色的雪景，吸引大批冰雪爱好
者，“猫冬”摇身变为“忙冬”。樊兆义
成为林场第一批开民宿的工人，他不
仅翻建了自家的老房子，还在十余年
间逐步投入400多万元，将民宿扩建
到30个房间。

在黑龙江，像樊兆义这样吃上
“冰雪饭”的人越来越多。冰雪大
世界、“北极”漠河、亚布力等景点
声名远扬，冬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
绎不绝，让这片黑土地有了雪白的
新名片。

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的湖北省神
农架林区，拥有中纬度地区少有的
保持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是人类的绿色宝库，每年吸引着
无数游人。鲜为人知的是，这里
也是中国南方冰雪运动的先行区，
早在 2004 年便建成了神农架国际
滑雪场。

“以前到了十月，神农架就开始
长达半年多的‘冬眠’，民宿收入也会
大幅减少，冰雪运动的发展弥补了冬
季游的空白。”大学毕业后回乡经营
民宿的张龙说。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神农架
冰雪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现有4座
滑雪场，年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未
来，神农架还将大力推动滑雪游与研
学游、康养游等多元融合，开展赛事、
冬令营等冰雪季活动，持续发力推动
冰雪产业发展。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遗产报告集（2022）》显示，我国冰
雪竞赛表演、冰雪会展、冰雪装备制

造等业态加速发展，冰雪旅游成为新
的消费热点。2020—2021雪季，中
国冰雪旅游人数2.3亿人次，冰雪旅
游收入3900亿元。

张龙也发现了新的商机。经营
民宿之余，他同步练习滑雪，目前已
经成为一名持证滑雪教练。“冰雪不
仅带来收入，更带来快乐。”他说，真
没想到家乡的冰天雪地原来竟是“金
山银山”。

冰雪未来 冬奥助力
践行中国之诺

冬奥盛会即将开幕。14年后，
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双奥之城”
北京。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成为大众体验游泳
运动的“水上殿堂”。随着北京冬奥
会到来，“水立方”变身冬奥冰壶场馆

“冰立方”后，也悄然承担起推广冰上
运动的新使命。

眼下，在场馆南侧地下空间，建
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的“冰立方”冰
上运动中心已经建成投用，包含1块
标准冰场和1块标准冰壶场地，是按
照奥运标准打造的“便民冰场”。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奇勇对
赛后利用充满信心：“预计每年将接
待冰上运动爱好者超过10万人次，我
们希望它成为向青少年推广冰上运
动的一块‘最热的冰’！”

作为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标志
性新建场馆，与国家游泳中心临近的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有着亚洲最大
的近1.2万平方米全冰面设计。细密
的冰板管路层下方，深埋着场馆长期
服务大众的使命愿景。

“由于场馆采用分区域、分功能
制冰设计，未来可同时开展花样滑
冰、速度滑冰、冰壶、冰球等多种冰上
运动，满足2000人同时上冰体验的
条件。”北京国家速滑馆公司董事长
武晓南说。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介
绍，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日益成熟的制冰技术让冰雪运动
实现了全国覆盖。很多地区还利用
VR、AR、旱雪、液态仿真冰、气膜、可
拆卸装置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建设群众身边的冰雪场地设施。“越
来越多的老百姓走上冰场、走进雪
场，充分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健康和
快乐。”

冰雪人才队伍建设成果丰硕，群
众性冰雪运动组织大幅增加。

冰雪运动在青少年中快速推广，
截至2020年全国冰雪运动特色校达
2062所。

残疾人群众性冰雪活动内容不
断丰富，竞技水平取得突破性进展。

……
随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愿景照进现实，更多人正以更
大的热情播撒奥林匹克冰雪运动的
种子，更好地满足冰雪运动爱好者
的需求，共享冰雪事业蓬勃发展的
红利。

北京市延庆区的“梦起源”滑冰
馆里，两位“冠军教练”郭雪松和俞勇
俊正悉心指导学员训练。“我俩来自
东北，学员来自北京、四川、云南……
希望未来的世界冠军来自天南海
北。”俞勇俊说，“这块冰场叫‘梦起
源’，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实现自己
的冰雪梦、冬奥梦。”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新华社北京 2月 3日电 （记者
吴书光 姬烨）在3日开幕的国际奥
委会（IOC）第 139 次全会上，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说：“目前一切就
绪，一届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即
将揭幕。”

4日，北京冬奥会将开幕，北京将
成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
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巴赫满

怀信心：“明天晚上，我们将与中国一
道创造历史。”

巴赫说，中国实现“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已经创造了历史。在
一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这个数字
不可思议，但IOC一直坚信中国的决
心、高效与活力。

“我由衷祝贺中国取得这样非凡
的成就。这将改变全世界冰雪运动

格局。”巴赫说。
巴赫代表奥林匹克大家庭感谢

了东道主的热情接待，并称赞了北京
冬奥组委的周密筹备。他注意到中
国社会各界通过不同形式喜迎冬奥：
100多万中国人申请当冬奥会志愿
者，数千所学校教授冰雪运动、讲授
奥林匹克价值，就连滑雪的幼儿也在
社交网络上受到热捧。

谈及北京冬奥会将留下的丰
富遗产，巴赫认为，北京冬奥会不
仅将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
代，也将惠及中国亿万群众，比如
人们将因参与冰雪运动而收获身
心健康。

北京冬奥会还将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巴赫说，到2025年，中国冰
雪运动产业产值预计可达1550亿美

元。“一些传统冰雪大国正在服务北
京冬奥会，他们未来将继续受益于这
次盛会。”

巴赫说，由于北京冬奥会大大增
加了冰雪运动人口，全球冰雪运动员
们有望赢得更多关注。

今年5月，国际奥委会将再次开
会，届时将聚焦《奥林匹克2020+5议
程》的实施。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北京冬奥会一切就绪

凌智/范苏圆的
小本本上有什么？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张悦姗
梁金雄）2日晚，中国冰壶混双组合凌智/范苏
圆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战胜劲敌瑞士
队，为中国军团打出北京冬奥会“开门红”。

比赛结束后，两人没有直接离开赛场，而
是席地而坐，掏出小本本做起了总结。

3日上午的比赛结束后，记者问起他俩当
时在写些什么。

“在写对场地的了解，看后几场能不能
用上那个场地（的条件）。但是今天就不让
写了，比完赛就给我俩撵出来了。”凌智笑
着说。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3日上午，中
国组合延续了前一天的稳健发挥，6：5战胜
澳大利亚队，取得两连胜。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张悦姗
梁金雄）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混合双人循环
赛3日上午展开第二轮较量，2日取得“开门
红”的中国组合凌智/范苏圆以6：5战胜冬奥
冰壶新军澳大利亚队，取得两连胜。

在3日晚进行的比赛中，中国组合凌智/
范苏圆6：7惜败于瑞典组合埃里克松/德瓦
尔，无缘开局三连胜。目前，中国“智圆”组合
的总成绩为2胜1负。

冰壶混双循环赛

中国组合
无缘开局三连胜

2月3日，中国队选手范苏圆（右）和凌智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2月3日，中国队运动员米勒（中）进球后
与队友庆祝得分。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12年后重登冬奥舞台

中国女冰憾负捷克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林德韧、
赵旭）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比赛3日开赛，重
登冬奥赛场的中国女子冰球队经过60分钟
苦战以1：3不敌劲旅捷克队。

在本届冬奥会之前，中国女冰曾经三次
登上冬奥赛场，还曾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
闯入过四强。不过，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之后，中国女冰连续两届未能获得参赛资
格。因此，本场比赛也是中国女冰12年来的
冬奥首秀。

中国队本场的对手捷克队虽然是首次
杀入冬奥会比赛，但世界排名高达第七，相
较于世界排名第20位的中国队有着实力上
的优势。

虽然中国队首场失利，但球队在场上的
顽强表现依然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捷克队后
卫拉斯科娃在赛后表示：“我上次跟中国队交
手还是在2012年，显然中国队已经是一支完
全不同的球队了。这场比赛是一场艰苦的比
赛，我没有想到中国队的表现如此优秀。”

中国队主教练伊达尔斯基表示：“虽然
本场比赛我们丢了球，但中国队队员在场上
拿出了十足的拼劲。我们知道捷克队技术
强劲，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对阵前就想到，要
想拿下比赛必须在防守端也做得特别好。
我们绝对是每一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去拼
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每一场比赛都能比上一
场打得更好。”

4日，中国队将在同一时间、同一
场地，迎战下一个小组赛对手丹麦队。

战报速递

今夜，当五星红旗、五环旗在中
国国家体育场冉冉升起，神州大地奏
响团结、友谊、和平的盛大乐章。

今夜，当采自古奥林匹亚的火种
在北京夜空熊熊燃烧，奋进的中国与
古老的奥林匹克再度携手前行。

今夜，当五洲四海的老友新朋在
世界东方汇聚一堂，人类社会共同发
出“一起向未来”的和音。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
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亿万
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
热情拥抱，是一个欣欣向荣、开放自
信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我们不仅
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办出特
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

自 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举办权以来，从提出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到明确简约、安
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从“冰丝带”“雪
如意”的飞扬舞动，到“带动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提前实现……多
少次披星戴月，多少回攻坚克难，中

国言必信、行必果，“冬奥蓝图”一步
步变为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二年新
年贺词中强调：“我们将竭诚为世界
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
中国做好了准备。”当奥林匹克又一
次进入“北京时间”，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奥运盛会！我们有决心、有底气
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
重要标志，奥林匹克运动是全人类共
同的财富。五环旗下，不同地域、不同
肤色的体育健儿汇聚同一个赛场，不
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矢志同一个
梦想。为人类创造一个寻求和平、友
谊的载体，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光荣
所在；为世界搭建一座对话、交流的桥
梁，这是奥林匹克盛会的价值所向。
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国际奥林匹克运
动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增进各国人
民友谊，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
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奥林匹克
精神超越国界，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奥
运会不仅成为各国运动员实现光荣和
梦想的重要舞台，也成为世界各国人
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重要平台。

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中
国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坚定参与者，也
是奥林匹克价值的积极推动者。从
赫拉神庙到万里长城，从奥林匹亚山
到珠穆朗玛峰，从100多年前的“奥运
三问”到今天的“双奥之城”，从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在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史册上深深钤上彤红的中国印，
到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向世界奉献一
场精彩纷呈、充满活力、有中国特色
的青春盛会，历史悠久的奥林匹克和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交汇交融，不断
书写让世界瞩目的崭新奥运篇章。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在中国举
办，这是中国体育同世界奥林匹克运
动开创双赢局面的良好契机，必将进
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信心，向世界展现阳光、富强、
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推动中华
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必将
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
的热情，创造奥林匹克冬季运动发展
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新境界！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
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
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
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在第三

十二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国际奥委
会在流传百余年的奥林匹克格言中
加入了“更团结”，表达了世界需要团
结一致、共克时艰的愿景。第七十六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北京冬
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强调北京冬
奥会将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
合作宝贵价值的契机。北京冬奥会
正值中国农历虎年，在中国文化中，
虎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面对当前
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顺应大势，团
结一心，如虎添翼、虎虎生威，勇敢战
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险阻，才能共创后
疫情时代美好世界，让希望的阳光照
亮人类。北京冬奥会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
合性体育盛会，肩负着让奥林匹克运
动促进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重要
使命。我们坚信，“一起向未来”的主
题口号，将和“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一起，凝
聚起各方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挑
战、迈向美好未来的更磅礴力量！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
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
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
族一直以来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
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从人类发展大
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
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
关系。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将以全球共通的体育语言和奥林
匹克精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舞台，
凝聚各国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
追求和最大共识，绘出世界最大同心
圆。面向未来，只要坚定不移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就
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
智慧和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
的前途前进！

今夜，华灯璀璨，大幕开启。体
育健儿步入会场，朝着目标全力进
发；世界人民携手相约，共叙和平、友
谊、进步的佳话。这是传递激情和梦
想的时刻，这是展示勇气和力量的时
刻，这是抒写奋斗和团结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热烈祝贺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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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照进现实 共赴冰雪之约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扫描


